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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发展乡村游 扶贫好抓手

“大森林里的小夏天”亮相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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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天玉

5月 20日，沿着西峡县 312国道
百公里的猕猴桃长廊望过去，一行行、
一排排的猕猴桃果苗长势正旺，在这
百里猕猴桃长廊核心区域五里桥镇黄
狮村四组的果园里，果农李大伟正在
为果树除草松土，他说：“种植猕猴桃
是我们现在的主要收入，一是不愁卖，
二是收入可观，现在是越干越有劲！”

五里桥镇把猕猴桃生态示范区按
照“农游一体”打造，80%的耕地种上
了徐香、海沃德等优质猕猴桃品种，猕
猴桃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果”，该镇

前营村捷足先登，发展农家经济，建设
月季花园，拉长“农游一体”产业链条，
形成“白天赏花进园游玩，夜晚看灯听
戏休闲”娱乐景象。截至目前，今年到
前营村游玩的游客超过15万人次。

目前，五里桥镇的猕猴桃产业形
成了 6个村 74个组 1.56 万亩的人工
种植规模，在基础上，西峡不断扶持其
他乡镇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目前，二郎
坪镇湾潭旅游扶贫示范村、太平镇鱼
库特色民宿村、东坪特色旅游村，老界
岭房车营地的乡村旅游发展迅猛，构
成了一幅多彩画卷。

5月 18日，全省乡村旅游暨旅游

扶贫南阳现场会在西峡召开，南阳发
展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的做法得到了
与会人员的一致肯定和赞扬。

近年来，南阳把发展乡村旅游作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抓手，成
效显著。2017年全市乡村旅游共接
待游客1600万人，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86.1 亿元，通过旅游扶贫带动脱贫
7253户、22474人。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发展，打造了内
乡吴垭石头村、南召铁佛寺石头村、新
野津湾村及淅川凤凰古寨艺术村等乡
村旅游示范点，培育了卧龙月季、西峡
香菇、南召玉兰、新野蔬菜、桐柏茶叶等

为代表的观光休闲采摘农业，新野桃花
节、南召玉兰赏花节、方城牡丹节、西峡
李花节等节庆品牌逐步叫响，“栗坪村
山茱萸”“内乡郦邑贡菊”“镇平樱桃沟
樱桃”等特色农产品走向市场。

“南阳将以此次全省乡村旅游暨
旅游扶贫现场会为契机，按照全省乡
村旅游扶贫三年行动计划，强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以打造美丽乡村为目
标，统筹推进乡村旅游脱贫攻坚工作，
力争全年全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2000万人以上，推动全市 43个有旅
游资源的贫困村脱贫。”南阳市副市长
刘庆芳信心满满。

5月19日，“5·19”中国旅游日洛阳市主题活
动顺利举行。本次活动由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共青团洛阳市委员会等单位主办，洛阳市旅
发委及部分县（市）区旅游局（委）以及景区、星级
酒店、旅行社、旅游商品企业代表和大学生代表
等千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据悉，洛阳本次旅游日主题活动的口号是
“新时代，新旅游，新获得，全域旅游，全新追求”，
大力开展“文明旅游、畅游博物馆之都、千人骑
行”文明旅游公益行动。在活动中，洛阳推出多
项旅游惠民措施，几十家 3A级以上景区免门票

或开展半价优惠，以激发游客旅游热情，营造关
注旅游、参与旅游、支持旅游、文明旅游的氛围。

在活动当天，千名骑行爱好者骑哈罗单车由
泉舜广场出发，分十余批次向目的地骑行。武则
天实景演艺大剧场、洛阳天河大峡谷景区、青要
山风景区、万安山野生动物园、鹤鸣峡风景区单
位为参与本次骑行活动的志愿者提供免费门票
支持，骑行人员每骑行到一个站点即可免费领取
旅游景区门票一张。

本次活动的第二阶段为大型公益电视专题
片《畅游中国》开机仪式。 （朱天玉）

5月 20日，鸡冠洞首届定情节在
细雨中浪漫举行，这是栾川鸡冠洞景
区依托“千年一吻”景观打造的特色活
动之一。当天 13:14，伴随着优美的
音乐，鸡冠洞定情节正式开启，来自郑
州的百名青年男女，经过天地同鉴证、
百名青年齐颂《关雎》、一吻定情爱情
三部曲，进行爱的宣言。 （杨玉萍）

5月19日，河南栾川老君山景区举
办万人豆腐宴，由重达3.5吨的豆腐打
造出的大型“二十四节气”图震撼亮
相。据了解，“二十四节气”图由20位
豆腐师傅耗时22小时制作而成。现场
共使用3100斤黄豆，制成豆腐的直径
8米，整块豆腐上，黑白分明地标注着
二十四节气。这些豆腐经过展示之后，
免费送给游客品尝。 （周向毅）

5月19日，以“看山望水忆乡愁”为
主题的栾川县重渡沟风景区第三届乡
村美食节拉开帷幕。豆腐宴作为美食
节的第一道大餐，现场动感十足，10口
大锅一字排开，10名“豆腐西施”端着热
乎乎的豆腐漫步如云，让人眼前一亮。
在活动现场，上万名游客目睹了豆腐的
制作全过程，品尝到了美味豆腐，纷纷
称赞。 （杨建兵）

老君山：3.5吨豆腐制出“二十四节气”图

重渡沟：万名游客品豆腐、忆乡愁

鸡冠洞:“520”一吻定情

黄河小浪底打造旅居度假目的地

□本报记者 张莉娜

中国旅游日,总是会带来旅游惠民的更多惊
喜。5月19日，第八个中国旅游日，栾川县、嵩县携
手为全国游客奉上了旅游大礼包：7月 20日 0：00
至 8月 20日 24:00，栾川县、嵩县将联合举办自驾
畅游、高速免费活动。所有经过洛栾高速栾川县境
内的栾川站、重渡沟站，嵩县境内的嵩县产业集聚
区站、嵩县站、旧县站、九龙山站下站的 7座以下
（含7座）客车免河南省内高速公路通行费。

本次活动是在去年“自驾游栾川·高速全免费”
活动的基础上，增加了嵩县段的免费内容。此举将
充分利用旅游业在脱贫攻坚中的突出优势，融合高
速免费交通惠民政策，发挥伏牛山全域旅游扶贫联
盟的优势，积极探索“交通+旅游+产业+扶贫”区域
一体化发展新模式，助力栾川、嵩县合力脱贫攻坚。

据悉，在去年的“自驾游栾川·高速全免费”旅
游扶贫公益行动的 20 天时间里，栾川接待游客
11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57亿元，该活动
再开旅游扶贫模式先河，引来八方游客点赞。今年
的自驾畅游栾川、嵩县的高速免费时间跨度从去年
的20天延长到 32天，优惠景区更多，游客选择更
多。其间，栾川将整合县内景区、宾馆饭店等，对自
驾游客提供优惠，栾川县还将举办不低于100项营
销优惠活动，打造“八方游客的盛会，栾川人民的节
日”。嵩县也将推出精彩纷呈的景区特色活动及酒
店、餐饮的优惠活动，彰显“5A嵩县”的独特魅力。

同时，结合中国旅游日“全域旅游·美好生活”
的主题和栾川县脱贫攻坚工作实际，栾川县召开旅
游产业扶贫推进大会。会上发起了支持全域旅游
发展爱心捐款活动，各行各业共捐款近800万元，
助力栾川“全域旅游”发展。其中，老君山景区捐款
300万元，鸡冠洞景区捐款110万元，重渡沟景区
捐款200万元等。此外，栾川县137户从事农家宾
馆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收到总价值40万元的生产物
资大礼包，立志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实现脱贫致富。

继“中原看海”旅游线路推出之
后，小浪底旅游又有新突破。5月 19
日，云顶度假山庄与斯维登集团(原途
家自营)、艾雅兰(国际)酒店集团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在小浪底旅游区举行。
合作三方将本着互利共赢的合作精
神，各展所长，将云顶度假山庄打造成
省内首屈一指的旅居、度假目的地。

洛阳旅居生活的典范项目——云
顶度假山庄地处孟津境内，依托小浪
底山水风光，吞吐吸纳气候、养生、旅
游、度假等优势资源，规划建设旅游度
假、山庄游玩、休闲商务三大版图，打造
精品度假酒店、房车露营地、观景长廊、

森林公园、有机采摘、特色餐饮等度假
配套，提供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的旅游
休闲产品。山庄内俯瞰小浪底大坝的
最佳观景点——云顶观景台占据小浪
底景区制高点，也是中原看海的绝佳场
所。云顶山舍作为云顶度假山庄的酒
店升级产品，一期总占地16000㎡，可
以满足各类人群的旅居梦想。

在共享经济如火如荼的当下，云
顶度假山庄与斯维登集团、艾雅兰(国
际)酒店集团强强联合，探寻云顶山舍
的全新经营模式，也为游客提供一种
全新的旅游度假产品，实现合作三方
互利共赢。 （张刚）

炎炎夏日，北国黑龙江为河南游
客带来了一阵畅爽与凉意。5 月 18
日，由黑龙江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
的“大森林里的小夏天”2018黑龙江
夏季旅游推介会在郑州举行，黑龙江
省旅游委再次走进河南推介。

推介会上，黑龙江省旅游委推出了
“夏季旅游微度假小产品”。该产品依
托“避暑胜地·畅爽龙江”品牌，结合市
场趋势和自助游客群的需求，在2017
年黑龙江省十大主题旅游基础上，进一

步提炼核心主题资源，即森林生态、城
市风情、边境游，创新主题玩法，将线路
产品以细分客群及主题方式碎片化，令
游客享受到多样化的度假游玩方式。
微度假小产品涉及迷人的哈尔滨之夏、
家庭亲子、文化之旅、康养休闲、户外自
然、边境风情六个类别，每个类别约有
10条 1到 3天不等的线路，并提供交
通、住宿、餐饮等对应线路贴士，游客和
旅行商都能根据需求自由组合产品。

（于正华）

□本报记者 刘春香

“上至能能，下至哼哼，都会一套太极拳。”5
月 19日，中国旅游日温县现场的太极表演，让广
大游客充分领略了陈家沟拳术的厉害。

来到陈家沟，随处可见的家庭式太极武馆有
50多处，有3000多人同时在这里练拳学艺，其中
有不少外国武术爱好者。当天的启动仪式上，马云
师傅王西安、陈氏太极拳第十九代传人、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朱天才到
现场助阵。吴氏、杨氏、武氏、孙氏、和氏代表性传
承人悉数到场，展示绝活。他们或静若绵绵春雨，
或动若虎哮山林，引起观者一阵阵惊叹。

温县县委书记王玲介绍，温县是享誉世界的
太极圣地，在这里传承并不断创新的太极拳已经
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向世界传递中国人健康与
和平的理念。目前全球已有 150多个国家和地
区，3亿多人习练太极。2017年，约有67万游客
慕名来到陈家沟太极文化旅游区，为这里带来
1300万元的经济收入。

“世界功夫看中国，中国功夫看河南。少林、
太极都来源于河南。我们要把中国功夫打造成继
长城、熊猫后的第三张名片。”河南省旅游局局长
姜继鼎出席当天启动仪式时表示，河南将以功夫
引领旅游业的发展。

今年的中国旅游日河南省分会场，除焦作温
县外，另一现场在信阳新县同时启动。当天，新县
举办了别具一格的公益半程马拉松赛，组建了

5000人规模的全域旅游、红色旅游、旅游扶贫方阵
分别参赛，同时配套开展了全域旅游助推脱贫攻坚
图片展、旅游扶贫商品展销等大型活动，设置了旅
游扶贫企业向获奖选手赠送旅游扶贫商品、获奖
选手参与旅游扶贫商品义卖、奥运冠军王丽萍签
售旅游扶贫商品等特色环节。

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河南18个省辖市组织
了47项主题活动，各景区、酒店、旅行社共推出百
余项优惠措施。特别是济源、温县、新县三个市
（县）推出了全域免费政策，惠民力度空前，中国旅
游日在河南成为宣传旅游、推介旅游最好的载体。

天下林氏，根在朝歌。5月19日旅游日当天，
淇县举办2018年比干公诞辰纪念活动，来自马来
西亚、新加坡等国及我国北京、广东、广西、福建、
江苏等地的数百位林氏宗亲会代表、林氏后裔齐
聚祖地朝歌，寻根谒祖、祭拜先人，共同缅怀比干
公忠贞报国的伟大情怀。

淇县，古称沫邑，殷纣时易名为朝歌，曾为殷
末帝都和卫国国都，是河南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是殷商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是林、卫、康、商、殷以及
韩国康氏、琴氏等姓氏起源地。境内有摘星台（比
干殉难处）、仙人梯（林坚出生地）、林家堌堆（林坚
墓）、朝歌寨、纣王墓等众多名胜古迹。

作为比干公出生、成长、从政、殉难的地方，淇
县将抓住祭拜盛典的契机，以林氏文化为突破点，
打造成姓氏寻根旅游胜地，叫响“商卫古都、姓氏
之源”旅游品牌。 （张小燕 李贤华）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为进一步增强消费者法律意识，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不受侵害，近日，新乡封丘检察院组织干警到人民
公园西门附近，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普法宣传活动，取
得显著成效。活动现场，干警们分开行动，一部分站在
摊位前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一部分来到过往群众中
间发放宣传彩页，并提醒群众消费过程中要增强防骗
意识。为做好本次宣传活动，该院共组织10余名干警，
早早来到宣传现场，摆好法律知识展板和彩页并结合
今年3·15消费者权益日主题“品质消费，美好生活”，提
前搜集人民群众在消费过程中容易忽略的防骗小常
识，打印成页，一并发放给消费者。活动中,吸引了大
批市民在展板前驻足观看,在咨询点咨询的群众络绎
不绝,针对群众最为关心的消费事故的维权、网上消费
维权、欺诈消费维权等问题,该院干警都耐心细致地予
以解答,特别是对于生活中常见消费维权情形,干警都
结合具体的事例为前来咨询的群众支招。此次活动，
共提供法律咨询十余人次，发放宣传册、宣传彩页200
余份，有效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通过普法宣传，
进一步强化消费者的法治观念，增加日常生活中自我
防骗小常识，增强消费者法律意识，提高群众运用法律
手段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岳换香）

为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新乡凤泉区检察院采取三
项措施，切实把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落实到检察工作中来。
旗帜鲜明讲政治。该院通过召开党组中心组学习会议宣传学
习讨论全国两会精神，深刻领会把握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对
检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要求干警始终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四个服从”，
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确保检察工作正确的政治方
向。服务大局保稳定。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作用，围绕打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和保障经
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大局，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
惩治严重暴力犯罪和多发性侵财犯罪，参与社会治理，切实维
护公共安全。从严治检重自强。坚持把思想政治摆在首位，增
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落实“两个责任”，大力开展党建工作“六
大提升”行动，以党建带队建，抓好关键形成“头雁效应”。同
时，按照“五个过硬”的要求，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加强自身建设增强责任意识，打造政治过硬、业务过硬、纪
律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检察队伍。 （娄苑）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颁布后，洛阳吉利区纪委监察
委高度重视，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监察法热潮，使监察法真
正深入人心，推动全区监察机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一是领导
干部带头学，以上率下。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带头学习监察
法，并畅谈学习体会，经常性在学习会议或活动中就重要章节
和重点条文向大家解读，切实做到真学、真懂、真用。二是运

用新媒体，创新形式。运用省和市纪检监察门户网站和微信
公众号，及时将学习贯彻监察法的动态信息推介给纪检监察
干部，通过交流讨论进一步加深学习体会。三是坚持问题导
向，学以致用。带着问题学，学以致用，把学习过程转化为查
摆工作不足，不断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认真履行好监
察法赋予的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简静远）

洛阳洛龙区科技园街道办事处在推进村（社区）“两委”
换届选举工作中，精心组织，全力抓好关键点，确保了换届和
谐稳定。加强组织领导。及时召开换届工作动员会，进行
统一安排部署。成立了6个工作组，将辖区分为三个片区，
确保了换届任务明确、统筹推进。加大宣传力度。在所有
村（社区）张贴换届流程图、“九严禁、十不准”宣传标语、横

幅，并利用公众号、微信群等媒体，加大换届宣传力度。严格
人选标准。确定参考听取村民意见建议，同时对支部班子
及其成员进行民主测评，并征求纪检、信访等部门意见，对候
选人预备人选进行严格审查把关。加强督导指导。对于群
众举报和来信来访的换届选举问题，及时受理和核实，及时
办结。截至目前，18个支部已选举完成。 （赵丹）

日前，中行新乡分行与河南胜华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举
行《廉洁伙伴协议》签约仪式。双方相关负责人及工作人员
参加签约仪式。河南胜华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创新科
技型企业，近年来在新乡中行支持下持续进行产业升级，已

发展成为中国电线电缆20强企业。此次协议签署，双方将
在廉洁领域加强互相承诺、互相监督、互相交流，建立起廉
洁、诚信、共赢合作关系，从而进一步夯实基础，巩固关系，推
动银企关系向健康、深入的方向发展。 （贾荣武 赵东）

三举措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洛阳吉利区组织学习监察法

抓关键 力促换届和谐稳定

新乡中行与企业举行“廉洁伙伴”签约仪式

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保护消费者权益

5月 16日上午，内乡宝天曼生态
文化旅游区 2017 年度“十大最美员
工”和“十佳优秀员工”表彰大会在内
乡县衙游客中心召开。宝天曼生态文
化旅游区中层以上干部职工共计100
人参加会议。与会人员一起观看了20
名获奖员工的先进事迹音像介绍；与
会领导向 20名获奖员工颁发了荣誉
证书；4名受表彰员工代表作了典型发
言，用朴实的语言、真实的情感，介绍
了各自在平凡岗位上的工作情况，与
会人员深受鼓舞。

内乡宝天曼生态文化旅游区在争
创国家5A级景区的同时，狠抓职工队
伍建设，成效显著。宝天曼生态文化旅
游区荣获省旅游局评定的“2017年旅
游工作成绩突出单位”；内乡县衙志愿
者服务队荣获国家旅游局评定的“中国
旅游志愿服务先锋组织”，内乡县衙景
区获得“河南省文明单位”“河南省文化
产业示范园区”等荣誉；宝天曼景区荣
获“河南省文明旅游风景区”、“河南省
文明单位”、首批“中国森林旅游年度成
长力旅游地”荣誉称号。 （王欣）

5月19日下午，湖北环球国旅九州风情专列贵
宾团抵达驻马店。800多名远道而来的游客在两
天的时间先后在汝南南海禅寺、遂平嵖岈山风景
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驻马店旅游集散中心等
驻马店市旅游景点进行参观游览。热情洋溢的欢
迎仪式后，一群文明旅游志愿者上前，纷纷为游客
提供咨询等服务。“文明旅游，为中国加分，绿色出
行”的标语让人倍感温暖，用行动默默地为国家级
文明城市和国家级旅游城市增辉添彩。 （李涛）

洛阳：美好生活 游我做主

淇县：天下林氏 喜聚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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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县宝天曼表彰“最美员工”

新闻现场


